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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交通区位优势正在放大，抓住
机遇打造‘循环泵’优势，时不我待。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12 月 12 日，郑州至太原高速铁路焦作至

太原段正式开通运营，郑太高铁实现全线贯

通，12 月 13 日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

正式售票通车。12月 13日，郑州机场“双喜临

门”：年货邮吞吐量首次突破 60 万吨，年旅客

吞吐量达到 2000 万人次。在全国 240 个机场

中郑州机场货运排名将上升一位至第 6 位，客

运排名提升一位至第 11位。

对于河南而言，无论是新铁路的开通运

营，还是郑州机场客货运排名的双提升，均是

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随着新铁路的开

通，河南米字形高铁西北方向与西南、东南两

个方向顺利打通，郑太高铁与郑万高铁、郑阜

高铁连在一起，我省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基本

建成。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郑州机场 60 万

吨的年货邮吞吐量在全球机场排名前 45 位左

右，疫情因素下预计会在前 40 位左右，位居中

西部地区第 1 位，郑州机场的国际航空物流大

通道作用得以凸显。来自地面和天空的两个

最新消息，对于河南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无疑

是浩荡东风。

疫情影响下，线上购物的众多优势被凸

显和放大，推动电商物流、即时物流等领域市

场规模的扩大。对于河南而言，这是一个难

得的新机遇窗口，把交通区位优势加速转化

为“循环泵”优势。作为不靠海、不沿边的内

陆省份，近年来，河南以推进交通枢纽建设为

切入点，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陆上空中网上

海上“四条丝路”并举，构建起我省对外开放

的大通道，中原大市场同外界的连接越发紧

密。更值得称道的是，河南准确把握疫情带

来的运输需求变化，确保快递物流畅通，中欧

班列（郑州）不停运、不限装，郑州机场货运航

线不停航、不断航，既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作出贡献，也让河南更好融入全球经济循环，

中原市场的“循环泵”作用日益深入人心。

穿越危机，洞悉未来。国家邮政局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1 月，快递公司处

理了 741亿个包裹，同比增长 30.5％；今年下半

年以来，全球集运市场全航线运价不断飙升，

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暴涨、集装箱供不应求。

两个数据提醒我们：河南的交通区位优势正在

放大，抓住机遇打造“循环泵”优势，时不我待。

市场是稀缺性战略资源。有一亿人口的

消费市场，产业体系完备，是我国很多产业循

环的发起点和联结点；米字形高铁基本建成，

中原城市群串珠成链，更加紧密融入全国发

展大局，郑州机场的年货邮吞吐量超过 60 万

吨，中国（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水平居

全国前列、中西部首位……诸多有利因素的

叠加，为我们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物流经

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口岸经济优势，进而

转化为“循环泵”优势，打下坚实基础。用循环

思维想问题，立足市场做文章，在战略上布好

局，在关键处落好子，厚植中原的“循环泵”优

势，河南这辆“重型卡车”在“双循环”的新赛

道上行稳致远。8

今日快评 众议

豫论场

□薛世君

但凡能占便宜的事，大家一般都支持，比如

网约车价格战，大家对“自己打车、平台补贴”的

做法甘之如饴。但面对“社区团购”火爆态势下

的平台补贴，一股隐忧却陡然升起，甚至有网友

呼吁：请放过身边的“蔬菜、水果小贩们”。

这两天，先是沧州市华海顺达粮油调料有限

公司发布“关于禁止给社区团购平台供货公司供

货通知”，称收到多方投诉，以多多买菜、美团优

选等为代表的社区团购平台出现严重低价现象，

甚至个别产品远低于出厂价，损害客户利益。然

后是京东发布公告称，将以 7 亿美元战略投资社

区团购头部玩家兴盛优选，社区团购“烧钱大战”

再掀波澜。

今年疫情以来，社区团购趁机大火，“送菜到

家”也的确符合“懒就是生产力”的互联网商业逻

辑。短期看，各互联网巨头入场后，通过“烧钱大

战”补贴平台，“一分钱一盒鸡蛋”“九分钱一棵白

菜”之类的低价促销层出不穷，消费者的确可以

享受到“薅羊毛”的福利。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补

贴模式并不会长久持续下去。

按照互联网巨头以往的套路，社区团购的演

化路径大概率会是这样：各平台拼命补贴拉拢消

费群体，“跑马圈地”引流、聚客进而扩大市场份

额，然后再由头部平台并购、淘汰其他竞争对手，

最后形成寡头垄断之势。此前的团购、网约车、

共享单车平台，莫不如此。你以为是在“薅羊

毛”，殊不知人家已经在打量眼前这片长势喜人

的绿油油的韭菜。知乎上一位网友的话就意味

深长：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过不断补贴来抢占市

场份额，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为制造寡头买单。

网约车颠覆的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低质服

务，共享单车满足的是通勤“最后一公里”需求。

目前菜市场、生鲜店的最大槽点，就是从菜农到消

费者之间，尚有批发商、中间商、菜贩等中间环节，

层层加价自然是在所难免。而社区团购目前颠覆

的，更多似乎是街边中小菜贩、水果店。无怪乎，

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直言：互联网巨头企业，别

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

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

湃。

其实，最值得担忧的，尚且不是某一领域被

“颠覆”，而是这种动不动就“一哄而上”的做法，

动不动就“烧钱跑马圈地”的模式。从当初的武

大郎烧饼，到此前的奶茶店，再到今天的便利店，

莫不是一哄而上。从网约车到共享单车、长租公

寓等，也都先后出现过“烧钱”模式、“火箭式”增

长，最后要么沦为一地鸡毛，要么陷入寡头垄

断。看似不理性的商业行为背后，其实有一个确

定无疑的逻辑——羊毛终究还是出在羊身上。

你猜，是薅羊毛的手快，还是割韭菜的刀快？8

厚植中原的“循环泵”优势

社区团购，“跑马圈地”为了啥？
画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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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安徽省太和县，多家医院利用“免费”

套路拉拢无病或轻症老人住院，涉嫌套取医保基

金。中介专车搜罗老人送往医院，医生量身定制

假病历。一位住院老人直言，“在家无聊才来住

院，像游玩一样。”（见12月 14日《新京报》）
社会医疗保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然而，由

于监管面宽、监管难度大，骗保手段出现各种升级

版，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院，

还存在挂床骗保行为，甚至出现虚构支出、伪造病

历的情况。病人是演的、诊断是假的，病房更像一

间免费的宾馆，看似荒唐可笑的背后，却是国家医

保资金大量流失的严峻现实。

事实上，早在 2014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7 个法律适用问题作

出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

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 266 条规定的诈

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可见，一些医疗骗保行为，是

在骗取国家公共资源，骗保医疗机构法人，理应受

到刑事追责。同时，防范和打击骗保行为，需要制

度协同。社保部门应与公安、民政、卫生、社区等

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密切协作、标本兼治。比

如，探索建立黑名单制度，将骗保行为纳入国家征

信体系等。3 （汪昌莲）

依法治理医疗骗保行为

近日，56 岁的郑州阿姨苏敏因为自驾游在网

上走红。一个人，开着一辆车，带着一顶帐篷和日

常生活用具，苏敏义无反顾地“逃离”原有生活，今

年 9 月从郑州出发，游玩了西安、成都、西双版纳

等十几座城市，行程 5000 多公里。而苏敏仍未确

定什么时候回家，她说她要“开着自己的小车，一

路往温暖的南方去”。

苏敏的经历和自述，在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

的称赞和敬佩。有人说她很勇敢独立，敢于去追

求自由和自我，为自己而活。也有人表示共情和

羡慕，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生活中都会

有压抑的时刻，要像苏敏一样坚强快乐地向前走。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社会角色，要承担

方方面面的责任，生活中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婚

姻、教育、工作等诸多问题都有可能给人造成困

扰。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倍感煎熬、无奈忍受，

但也有的人像苏敏一样，积极承担自己的各种责

任，同时勇于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过自己向往

的自由生活。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同时

也不能被各种各样的角色和责任而压垮，诗与远

方同样值得追求。正如苏敏所说，每个人最终的

归宿都是自己。8 （孙新宇）

郑州苏阿姨走红的启示

腐败支撑的“幸福”必然倒塌。8 作者：漫画月刊

“前些年，洛河滩到处都是

杂草垃圾。你看，现在两岸绿

色望不到边，哪怕这大冷天，也

总想来转转！”12月 3日，正在

散步的洛宁市民刘先生感叹洛

河天翻地覆的变化。

被绿色浸染的洛河两岸是

洛宁县三年来推动国土绿化提

速提质行动的缩影。2018 年

以来，洛宁县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

“打一场新时代河南国土绿化

的人民战争”的动员部署下，以

创建森林城市为重要抓手，大

力实施“生态立县、林业强县”

战略，近三年累计投入资金 16

亿元，完成造林绿化16.8万亩，

林木覆盖率提高至63.65%。

就在上月底，继全国绿化模

范县、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

国家园林县城等诸多生态名片

加身后，洛宁县又喜摘“省级森

林城市”称号。绿色，正在成为

洛宁最靓丽动人的发展底色。

□陈慧

洛宁 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扩面增绿——
高位推动，系统谋划

2018 年，5 万亩；2019 年，5.3 万
亩；2020年，6.5万亩……造林面积连
续三年攀升的背后，是洛宁县高位推
动、上下一心开展国土绿化的不懈努
力。

一方面建立领导机制，健全大造
林大绿化格局——

成立洛宁县国土绿化指挥部，书
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指挥部定期
召开协调推进会、现场会，树立典型表
先促后，确保国土绿化有力有序推进。

另一方面高层率先垂范，凝聚生
态建设强大合力——

除经常下乡调研督导、现场解决
困难和问题外，书记、县长带头认建认
养栽植县树金丝楸、县花望春花和乡
土树种竹子，建立县级领导义务植树
基地，不断在全县掀起义务植树热潮。

洛宁县林业局局长徐建生说，通
过系统谋划，洛宁县以主要廊道可视
范围内两侧、乡（镇）政府所在地、凤翼
山绿色屏障建设、故县水库周围荒山
和坡耕地为重点，全面实施造林绿化。

国土绿化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洛宁积极推
进国储林项目落地实施，大规模、长周
期的低利率政策性贷款源源不断注入
林业。

据悉，洛宁县国储林项目一期总
投资接近 6 亿元,覆盖面积约 14 万
亩，以集约人工造林、中幼林抚育等营
造林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林业发展的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

提质优绿——
大写意转向工笔画

“七山二塬一分川”，作为豫西伏
牛山区的林业大县，摆在洛宁面前的，

不仅是增绿，更要提质。
驱车行驶在郑卢高速上，道路两

侧的树木郁郁葱葱，从里到外由低到
高，常绿、彩叶交叉栽种，宛如一道彩
色屏障；远眺连绵起伏的山岭，生机盎
然的侧柏渲染着层层叠叠的墨绿……

在廊道，加植彩叶、观花树种，提
升道路花化、彩化比重，实现从绿化向
彩化、花化、美化升级。

在郊野公园，持续推进绿化提升，
完善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和便民
服务设施，提升休闲健身、科普文化等
功能。

在村庄，突出入村道路、党群服务
中心、广场游园、四旁空地和围村林绿
化，栽植彩叶、观花、常绿树种和广植
绿竹，打造精品示范村。

既要做好新造林的栽植，又要抓
好现有林的经营。洛宁县重点实施森
林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古树名木资源
保护利用开发、竹林资源保护利用开
发三大项目，采用国有林场技术队

伍+贫困群众模式，实施中央财政补
贴森林抚育项目，不断提升森林质量，
加快构建格局优化、功能完善、稳定高
效的森林生态系统。

以绿生金——
“常青树”化为“摇钱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就是资
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当国土绿化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让生态效
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绿色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常青树”便化为群众脱贫
致富的“摇钱树”。

——林上增彩、林下添财。洛宁
县持续抓好竹子产业、牡丹产业和林
下经济，坚持拓宽思路、增加门路、开
辟来路。围绕现有特色经济林基地，
推广油用牡丹、苹果、沙梨等特色品
种。以国有林场为依托，建立林木种
苗繁育基地 600亩，带动全县新发展
林业育苗5000亩。

——依托资源，带动旅游。依托
丰富的森林资源，建成 4A 级神灵寨
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依托丰富
古树名木资源，开辟古树名木主题旅
游线路；建成以三官庙、全宝山为主
的南部山区生态游，以凤翼山、吕村、
故县为主的中西部森林旅游 2 条精
品线路。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在洛
宁，人们盯重点、破难点，抢时间、保质
量，一场全域绿化扩面提质增效行动
鏖战正酣。

为荒山披上绿衣

洛河两岸风光旖旎

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楼村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构筑共建
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持续提升基层党
建水平。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让支部建设“强起来”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严格落实各项基
本制度，激励本村党员干好本职事、完成组织事、
做好身边事、管好家庭事、参与公益事等，创先
进、争优秀，激发党员队伍活力。利用党员联系
群众“1+10”模式，叫响做实“有困难找党员，要
服务找支部”。

以文化传承为载体，把民心民力“聚起来”

依托金土地书画院党支部、海神乐社党支部

等，在村内组织开展书画培训、义务写春联、乡村
春晚等活动。办好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
等道德评议活动，以榜样力量引导村风民风持续
向好，以德治新风推动乡村环境、民风之变。

以服务群众为宗旨，把幸福指数“提起来”

建强服务阵地，合理设置便民服务中心。重
阳节、中秋节、春节，进行入户慰问、送温暖活动；
生活用水实行免费供给；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
源，将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升至60万元，让村民收
入有来源、有保障、有支撑。

下一步，李楼镇将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三
治”并进、服务进村，深厚文化底蕴，打造民风淳
朴、底蕴深厚、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美丽乡村。

（王雪娜）

洛龙区李楼镇

强化党建引领 建设和谐宜居的美丽乡村
由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承建的郑州轨道 8号线一期土建施工
01标 08工区圃田车辆段，按照“分区推
进、网格管理，道路先行、单体跟进，自下
而上、永临结合，绿色施工、智慧调度”的
理念，“四个举措”确保工程快速推进。

严抓8个 100%，保卫郑州蓝天。施
工区域 100%标准围挡，裸露黄土 100%
覆盖，施工道路 100%硬化，渣土运输车
辆 100%密闭运输，施工出入车辆 100%
冲洗清洁，建筑物拆除100%湿法作业。

引进智慧系统，打造绿色工地。利
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优势对施工场地
规划方案进行合理优化，先试后建，实现
绿色施工，助推“郑轨智建”。

科学组织施工，快速打开局面。在
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大力发扬“一不等，
二不靠”的服务理念，快速推动施工进
度。其间，圃田乡政府、项目部将协调工
作与企地共建相融合，营造了良好的施
工环境，为项目履约打下基础。

防疫措施到位，确保安全生产。项
目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防疫措施
全面，防疫物资到位，并妥善处理防疫垃
圾，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加强疫情防护
措施。

据负责人介绍，圃田车辆段整体施
工分“四阶段”推进。接下来，项目部将
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实现工程如期履约，
为畅通郑州交通贡献力量。 （刁磊）

今年以来，周口市川汇区纪委监委针对个别干
部落实政策不力、效率不高、纪律不严给企业经营制
造麻烦的问题，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川汇区重点岗位

“中梗阻”专项治理方案》，专项整治“中梗阻”。
区纪委针对基层干部对办事群众冷、拒、横、

推和吃拿卡要等现象，精准选取50个风险较高的
关键岗位作为重点整治对象，联合区委督查室、区
委组织部、区人社局等部门，针对干部作风顽疾开
展察访，严肃查处推诿扯皮、慵懒无为、效率低下、
纪律松弛等问题，既追究当事人直接责任，又追究
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检监察组）的监
督责任。截至目前，川汇区纪委已查处干部作风
问题案件 14起，党纪政务处分 11人、组织处理 9
人，问责 6家单位 10名领导干部，促使党员干部
特别是关键岗位人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

（乔木 高明富）

专项整治剑指“中梗阻”问题“四个举措”引领郑州轨道8号线

圃田车辆段跑出“加速度”


